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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公益性“慢火车”带来稳稳的幸福
在复兴号以 350 公里时

速飞驰在神州大地的
同时，一些大山深处、偏僻山乡，
仍然运行着 81对“慢火车”。 它们
的平均时速只有 40 公里，乘客大
都是乡民和学生，尽管常年亏损，
但开行列数并没有减少， 仍坚持
以最低仅 1 元的票价， 搭载着千
百万贫困地区老乡实现小康的梦
想，每日穿行在群山之中。

人们管这些慢悠悠的列车叫
“小慢车”，小和慢，正是它的魅力
所在。

对老乡意味着希望

相对于高铁的快，“小慢车”
低廉票价更能吸引沿线村民，帮
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绿皮的车
厢，简单的座椅，彝族老乡背篓
里不时探出脑袋的小鸡仔……
登上 5633 次“小慢车”，如同坐
上时光穿梭机回到了上世纪。

春季，红彤彤的樱桃是“明
星产品”；初夏，是蕨菜、青岗藤、
蒲公英收获的季节；8 月， 红皮
马铃薯带着泥土芬芳登上车厢；
10 月， 大凉山苹果令人沉醉
……不同时节，大山里都有着不
同的物产。 然而，闭塞的交通把
好东西挡在了山里，当地经济难
以发展。

50 年前，成昆铁路通车，将
曾经闭塞的土地与外界连通。运

行 于 普 雄 与 攀 枝 花 之 间 的
5633/5634 次列车随之开通。“虽
然火车每个站只停靠几分钟，但
对大凉山的老乡来说，意味着出
去、回家、希望。 ”在这趟车上工
作了 20 多年的列车长刘伟说。

55 岁的喜德县乐武乡人阿
苦拉古每隔几天都要乘坐这趟
列车进城，鼓鼓囊囊的大背篼和
蛇皮袋里，塞满了农作物、家禽。
阿苦拉古说：“到了县城把自家
的‘宝贝’卖个好价钱，再买点面
粉、菜油等生活必需品回家。 ”

为了方便群众，车厢专门做
了改造，每节车厢两头拆除了两
排座位， 用于堆放行李和货物。
列车上还有一节专门运牲畜和
大件行李的车厢，免费为群众运

送牲畜， 最多时装了 86 只羊、8
头猪、62 只鸡。

靠着“小慢车”，当地群众生
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老乡带
的干粮只有土豆、 玉米粑粑”，
5633/5634次列车长阿西阿呷说，
现在出去打工和做生意的乡亲们
越来越多，老乡们不仅不愁吃喝，
也更爱美了，穿着越来越时尚。

为山区孩子打通求学之路

虽然速度慢， 运行时间长，
但车上的时间不会浪费，孩子们
都会在车上学习知识。

每天 12 点一过，6063 次列
车长向宝林和班组职工把通学
车厢里的书籍整理一遍，把列车

员们最新捐的课外书摆在显眼
位置。 6063 次列车是由陕西宝
鸡到四川广元的普速列车，是沿
途不少学生上学的“校车”。为了
让孩子们在车上更好地学习，这
趟列车设立了一节可供阅读学
习的车厢。

“小时候我就是每周坐这趟
列车去上学的。当时没有通学车
厢，也没有这些图书。”已经是西
北大学学生的牛巧花羡慕地说，
流动的火车图书馆照亮了求学
孩子的梦想。

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重要武器， 交通不便是影响偏远
山区孩子接受教育的主要障碍之
一。 行走在全国各地的“小慢车”，
都把助学放在重要的位置， 为大
山里的孩子们打通求学之路。

“小慢车”还改变了乡民们
的观念。阿西阿呷回忆说：“山里
人对让女孩读书热情不高。小学
一年级时， 我们班有 5 个女生，
二年级时就只剩两个了。”“小慢
车”来到山里后，乡民们观念逐
渐改变。“他们发现铁路工作人
员里有不少女性。 ” 渐渐地，坐

“小慢车”的学生多了起来，男孩
女孩都有。

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与高铁的商务风不同，“小
慢车”的烟火气更浓。 布尔伍莫

乘坐 5633 次列车的目的是收
购蕨菜，一趟车下来收购了 300
多斤。

与别的火车不同，买卖交易
在“小慢车”上非常普遍，许多老
乡甚至在下车前就把东西卖完
了。 在车上还能看到缠着头巾、
怀抱小鸡仔的老大娘，拿着烟斗
的老大爷，刚进完货的小卖部老
板娘……老乡们在“小慢车”上
聊天、交朋友、做买卖，热闹得像
集市。

虽然没有空调和卧铺， 但因
为票价便宜，乘客都是常客，再加
上开得慢， 列车员和乘客们有更
多时间相处，慢慢都处成了朋友。

阿西阿呷最高兴的事莫过
于车上有喜事， 沿线乡民会乘
着这趟火车迎亲、送亲。 每到这
个时候，她总会来上一嗓子，老
乡们也会跟着唱和， 歌声一路
飘扬。

尽管“慢火车”是亏钱的，但
对沿线群众来说却特别重要，因
此铁路部门一直坚持开行，并累
计投入 5.8 亿元对列车升级改
造。 2017年以来，全路常态化开
行公益性“慢火车”81 对， 覆盖
21个省份， 经停 530 个车站，途
经 104个国家级贫困县市。 公益
性“慢火车”始终执行国家 1995
年批准的普速旅客运价率，25 年
未涨价，远低于公路票价水平。

（据上观新闻）

建立慈善行为记录制度，鼓
励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聘用良好慈善行为记录者；每年
9 月为“羊城慈善月”，开展慈善
家庭、慈善榜征集等活动———为
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保护慈
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近日，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
《广州市慈善促进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待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后实施。《条例》正式实施后，有望
促进广州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
助力广州创建“慈善之城”。

鼓励发展互联网慈善

慈善组织的数量是评价一
个城市慈善事业发展水平的重
要指标。 目前，广州共有慈善组
织 189 家，与北京、上海、深圳等
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为了更好地培育扶持慈善
组织，《条例》中提出两条慈善组
织培育扶持措施。一是由民政部
门通过购买服务、 孵化培育、项
目指导、公益创投等方式，培育
发展各类慈善组织。二是鼓励慈
善组织开办公益性医疗、教育等
社会服务机构，政府相关部门为
慈善组织租赁场地、使用配套设
施等提供便利。

此外，《条例》明确慈善组织
在租赁场地、 使用配套设施、办
理税费减免等方面能够获得便
利和支持。慈善组织可获得税费
减免，免除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工
本费。

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
当依法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开展
公开募捐，应当依法制定募捐方
案，并在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前报
送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备案。民政
部门应当对公开募捐进行指导，
募捐方案内容不完整、超出业务
范围的，或者募捐财产目标数额
明显超出项目、受益人实际需要
的，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告知慈善
组织修改募捐方案。

对于新兴的互联网慈善形
式，《条例》明确鼓励发展，支持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与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
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合作开
发、运营具有慈善需求、慈善项
目、 个人求助等综合信息发布、
推介、转载功能的公开募捐网络
平台。民政部门依法对平台发布
公开募捐信息、开展公开募捐等
行为进行监管。

每年 9 月为慈善月

秉持“好人好报”的朴素观

念，《条例》规定，民政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慈善行为记
录制度，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
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信息进行
记录。鼓励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聘用有良好慈善行为记
录的应聘者。

此外，对慈善事业发展做出
较大贡献的个人，其本人或者家
庭成员生活遇到困难提出救助
申请的，慈善组织和开展慈善活
动的其他组织应当优先予以救
助。 市、区人民政府对在慈善事
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
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表彰，
表彰项目的设立依照有关规定
办理。

《条例》规定，每年 9 月为
“羊城慈善月”，民政部门应当组
织开展慈善活动， 推介慈善项
目，宣传慈善文化，普及慈善知
识，推广使用慈善标志、慈善吉
祥物，以及开展慈善家庭、慈善
榜征集评选活动。

建立社会组织评估制度

《条例》要求，民政部门应当
建立开展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
及其负责人信用记录制度，并依
法向社会公布。民政部门应当建
立开展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评
估制度，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机构

对该组织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
布。慈善组织应当依法履行信息
公开义务，并对公开信息的真实
性负责。

《条例》明确规定，慈善组织
或者开展慈善活动的其他组织
的发起人、主要捐赠人以及管理
人员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该
组织、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

慈善组织的发起人、主要捐
赠人以及管理人员与慈善组织
发生交易行为的，不得参与慈善
组织有关该交易行为的决策，有
关交易情况应当在交易结束后
三十日内向社会公开。

开展慈善活动的其他组织
的发起人、主要捐赠人以及管理
人员与该组织发生与开展慈善
活动相关的交易行为的，不得参
与该组织有关该交易行为的决
策，有关交易情况应当在交易结
束后三十日内向社会公开。

个人求助不得虚构事实

随着网络募捐平台的发展，
个人求助引发的骗捐、诈捐事件
多发。 对此，《条例》也对个人求
助做了具体的规定。如个人为解
决本人或者近亲属的生活困难，
可以向社会求助。但求助人应当
对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得

虚构事实、夸大困难骗取他人捐
赠。

如果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
或者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
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的，有关
组织或者个人可被处以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 民政部门将予以警
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违法募
集的财产将退还捐赠人，难以退
还的， 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
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

个人请求广播、电视、报刊
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
商发布求助信息的，广播、电视、
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
运营商应当在发布求助信息前，
指引求助人向慈善组织或者开
展慈善活动的其他组织求助。发
现求助人涉嫌骗取捐赠的，应当
立即停止发布求助信息，并向公
安、民政等有关部门报告。

为减少骗捐、 诈捐，《条例》
提出建立信用记录和组织评估
制度，由民政部门建立开展慈善
活动的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信
用记录制度， 并依法向社会公
布。 政府相关部门依此信用状
况、 评估结果作为财政扶持、购
买服务、评比表彰的依据。

（据《善城》杂志）

《广州市慈善促进条例》表决通过
行善者求职优先 诈捐者可罚 20万


